
� � � � 据新华社罗马3月22日电（记者 李
建敏 蒋国鹏） 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在
罗马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一道会见出
席中意企业家委员会、 中意第三方市场
合作论坛、 中意文化合作机制会议双方
代表。

习近平祝贺中意务实合作三大机制
性会议首次同期召开，感谢两国工商企业
界、文化艺术界人士长期以来为推动双边
经贸合作、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增进

两国友谊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习近平指
出， 中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 对文明的
传承都高度重视， 这是两国能够相互理
解、 友谊长存的根基。 根深则叶茂， 中
意是互尊互信的战略伙伴、 互利共赢的
合作伙伴、 文明互鉴的交流伙伴。 双方
能够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双
边交流合作拥有坚实的政治基础。 双边
贸易平稳发展， 双向投资快速增长， 为
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两国

文化交流精彩纷呈， 走在中西文化交流
合作的前列。 我对中意关系发展前景充
满信心。

习近平强调，明年是中意建交50周
年，两国将互办文化旅游年，各领域合作
将迎来新的机遇。 中方愿同意大利各界
一道努力， 推动两国关系在互利共赢大
路上行稳致远， 为促进中欧互联互通乃
至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希望中
意企业界、 文化界人士在各自领域为两

国合作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马塔雷拉表示，意中都是文明古国，

这是两国关系丰厚的底蕴。 两国传统友
好、经贸交往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新形
势下， 意大利政府支持两国企业深化经
贸投资合作， 支持两国文化界开展全方
位交流。双方要共同努力，将两国经贸合
作提升至新水平，拓展文化丝绸之路，更
好造福两国人民， 共同应对当今世界面
临的挑战，推动意中关系更上层楼。

习近平和意大利总统共同会见出席
中意务实合作三大机制性会议代表

全国举重U17锦标赛
在自治州举行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刘吉霞 刘芳） 21日，
2019年全国举重U17锦标赛暨二青会
举重15至17岁组预赛在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开赛。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
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主办， 湖南省体
育局承办， 共有来自全国46支代表队
的558名运动员参赛。 男子组有49公
斤级至+102公斤级的10个级别比赛，
女子组有40公斤级至+81公斤级的10
个级别比赛。 各级别前12名选手将获
得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比赛的
决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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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江苏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爆炸
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47人死亡，90人重
伤，还有部分群众受轻伤。3处着火的储
罐和5处着火点已全部扑灭。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 正赴国外访问途中的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
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全
力抢险救援，搜救被困人员，及时救治伤
员，做好善后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受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委
派，国务委员王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率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江苏响
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爆炸事
故现场， 指导事故救援和应急处置工
作，看望慰问受伤群众。

事故发生后，国务院决定成立江苏
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
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并已开展调查工
作。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黄明
同志任组长。

国家、省、市、县立即启动应急机
制，消防、武警、卫生、供电、通信等部门
立即组织救援队前往响水，相关人员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事故救援、秩序
维护等工作。截至发稿时，现场救援仍
在继续， 医卫部门正在全力救治伤员，
环保部门实施24小时动态监测，力争将
生态破坏降至最低。

“冲击波让1公里外门窗都碎了”
21日14时48分许， 江苏省响水县

陈家港化工园区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发生爆炸， 记者第一时间赶赴陈家港
镇。

当晚9时30分许， 尽管距离爆炸发
生已经过去近7小时， 现场的火势依然
非常猛烈，黑烟滚滚。现场消防车与救
护车不断地进出爆炸现场，一边是冲进
火场搜救的消防人员，一边是不断将受
伤人员送往医院的医护工作者。

记者跟随医护人员赶到了收治伤
员最多的响水县人民医院，急诊部大厅
里挤满了伤员和寻找亲人的家属。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造成了1公里之
外朱银霞的母亲受伤。 朱银霞母亲家位
于陈家港镇王商小街， 离天嘉宜公司大
约1公里左右。“满条街都不像样子了，门
窗都碎了、变形了，我妈妈就是被玻璃划
伤了脸部和头部。”

不留死角，不落一人
江苏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紧急赶赴响

水，指挥救援。国家应急管理部工作组也迅
速到达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盐城市第一时间组织了41辆消防
车、188名消防员奔赴现场。 几个小时
后， 江苏全省12个市消防救援支队，共
73个中队、930名指战员、192辆消防车
和9台重型工程机械陆续赶来支援。

“要划分责任区，分队包干。不仅要
在有生命迹象的地方搜救，还要在每一
个可能有人的地方搜一遍，确保不留死
角，不落一人！” 响水“3·21”事故救援
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说。

整整一夜，响水县人民医院灯火通
明， 不断有伤者运来。 截至22日下午4
时， 共有3500名医护人员、16家医院、
90辆救护车参与救治 , 接收医治伤员
640名。从上海、北京等地赶来的重症医
学、烧伤、神经外科、心理干预专家正陆
续赶来，加入救治生命的队伍中来。

停产、疏散、整治，防止次生灾害
危化企业爆炸，令人担忧的还有次

生灾害。
事故发生后，江苏省市县三级监测

力量持续开展现场应急监测，省生态环
境厅抽调了无锡、苏州、南通、连云港、
扬州、泰州的环境监测力量，对事故现
场上风向、下风向以及灌河下游、园区
内河进行布点监测。同时，在爆点下风
向敏感点对有机物开展走航监测。

检测数据显示， 大气环境中二氧化
硫和氮氧化物浓度呈逐步下降趋势，苯、
甲苯、二甲苯、氯苯等污染物浓度均保持
稳定达标； 水环境中污染物成分较为复
杂，需进一步检测分析。事故点下游无饮
用水源地，群众饮水安全不受影响。

“要力争把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程
度降到最低！”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负责
人在现场说。

截至目前， 爆炸事故所在园区内所
有企业已陆续停产，园区与外环境相连的
全部闸坝关闭， 严防消防废水进入外环
境，环境质量信息实时更新。同时，当地基
层干部通过逐户排查， 已经引导3000多
名企业职工和陈家港镇的四港村、 六港
村、 立礼村等近千名群众疏散到安全区
域。 （据新华社响水3月22日电）

紧急驰援！全力救治！不落一人！
———江苏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爆炸事故救援现场直击

� � � � 3月22日，消防队员在江苏盐城响水化工厂爆炸事故现场搜救。 新华社发

� � �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王亮）
记者今天从省体育局了解到， 作为
2019年湖南春季乡村文化旅游节的收
官项目， 中国户外健身休闲大会耒阳

站将于4月19日至21日在蔡伦竹海旅
游风景区举行。

本次户外健身休闲大会耒阳站设
10公里联赛（含3公里健康跑）、徒步毅

行（23公里）、自行车联赛三大竞赛项
目，开幕式、趣味嘉年华、音乐晚会、露
营体验等体验项目， 此外还有观赏度
极高的特色传播项目：水上走扁带。

� � �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王亮）
国足刚刚失利， 国奥的表现或许能带
来一些安慰。2020年U23亚锦赛预选
赛暨东京奥运会第一阶段预选赛今天
展开， 中国国奥队首秀以5比0大胜老
挝国奥队， 为冲击东京奥运会开了一
个好头，名帅希丁克也算“闪亮登场”。

中国足协非常重视2022年东京奥
运会， 聘请了荷兰名帅希丁克执教中
国国奥。本次预选赛，国奥队与老挝、
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位列J组。 为踢好
比赛， 国奥提前一个月就前往东南亚
进行集训。

老挝队是小组中公认的弱旅，国
奥队在比赛中也占据明显优势。 杨立
瑜率先点射破门，随后又头球得手，单
欢欢、林良铭以及曹永竞又先后进球，
最终国奥队以5球大胜。

尽管取胜在情理之中， 但率队的
首场正式比赛就能收获5粒进球，希丁
克赛后还是非常高兴，“我看到了球员
给对手施压同时踢出了真正的进攻足
球。总的来说，我很高兴以这样的方式
开局”。

3月24日，国奥将队迎战小组赛第
二个对手菲律宾队。

国奥5比0大胜老挝队

希丁克“首秀”没给球迷添堵

中国户外健身休闲大会耒阳站4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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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32 2 9 0 2 5 2 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17115553.42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74 8 4 2
排列 5 19074 8 4 2 5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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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南京3月22日电 记者
从江苏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 在响
水“3·21”爆炸事故中，医护人员已
为超过130名伤员实施手术，对危重
症伤员实行“一人一方案”，进行针对
性治疗。

事故发生后， 江苏省卫生健康
委迅速启动应急响应， 全力开展伤
员救治工作， 目前各项医疗救治工
作正有力有序有效进行中。

据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信
息，病员伤情以颅脑外伤、骨折、眼外
伤、呼吸道吸入性损伤、多发性复合
伤为主。 截至目前， 共有医护人员
3500名、医院16家、救护车90辆参与
救治，已为超过130名伤员实施手术。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介绍， 事故

发生后，国家和江苏相关部门分别派
出12名和64名专家， 奔赴现场进行
指导、参与救治。救治中，对危重症伤
员实行“一人一方案”，进行针对性治
疗。

爆炸事故后， 环境健康备受关
注。目前，国家和江苏省卫生健康委
也已选派12名公共卫生专家赶赴响
水，开展现场环境健康调查，为后续
评估该事件对周边居民人群健康影
响做准备。

下一步，江苏省卫生健康委还将
建立健全专家驻点指导、 巡诊指导、
远程指导制度，全力以赴救治事故伤
员，尽最大努力减少因伤死亡和因伤
致残，同时组织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
指导。

武警部队：

450余名官兵驰援
新华社南京3月22日电 武警江苏总

队22日紧急增派450余名官兵驰援江苏
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爆炸事故救援。

灾情就是命令。在第一时间派出200
多名官兵赴一线救援基础上，根据现场态
势，武警江苏总队22日凌晨又抽组工兵、
防化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和连云港、泰州
支队部分官兵火速赶赴现场增援。

按照部署， 武警官兵采取分组梯
队、网格摸排的方法，对责任区域进行
拉网式排查， 全力搜救受伤被困群众，
积极配合地方医疗机构护送伤员。

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还出动防
化中队官兵赴爆炸核心区侦测化验，对
事故现场土壤及爆炸深坑的积水进行
取样，并利用化学事故检测箱对空气质
量、有害物质沾染情况等进行全面彻底
排查。

目前，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进行。

危重症伤员救治“一人一方案”
超过130名伤员已实施手术

人民日报评论员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3月21日至26日，习近平主席对
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
人今年首次出访，对中意、中摩、中法关系发展具有重要历史
意义，将为新时期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为共建“一带一
路”开辟新空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金石。”深厚的传统
友谊，静静流淌于中国与意大利、摩纳哥、法国友好交往的长
河中，佳话传扬。千年丝路连接起中国和古罗马两大文明，一
部《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掀起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热”；摩纳
哥王宫中，中式家具、石狮和亭子，诉说着与中国的友好交往
历史； 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儒家思想抱持浓厚的
研究兴趣；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是在法
国负笈求学的；二战中，法国医生贝熙叶冒着生命危险，开辟
自行车“驼峰航线”……

“友谊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志同道合的结果。”进入新时
代，高层交往为巩固传统友谊、增进战略互信、推动世代友好
和全面合作深入发展，发挥着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习近平主
席欧洲三国之行，必将让传统友谊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今年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5周年， 明年将迎来
中意建交5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意大利，双
边关系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书写新的历史篇章。中摩建交
24年来，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近年来，双
方在生态环保、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绿色低碳、野生动物
保护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大小国家友好交往树立了典范。中国
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摩纳哥，将开启中摩关系发展新时代。法国
是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55年来，中法关系始
终走在中国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关系前列，成为“世界大国关
系中的一对特殊关系”。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50周年
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
瞩、合作共赢”概括中法关系的精神，揭示了双方相互走近、真
诚合作的不竭动力。习近平主席再次访法，必将开创双边关系
更加美好的未来。

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在高层交往的引领下，中意、中
摩、中法不断密切人文交流，为传统友谊历久弥新奠定了坚实
的民意基础。民间交往的滋润，民心相亲的力量，必将让中国
与三国友好交往更趋活跃、友谊之树更加枝繁叶茂。

“友谊是相互信任，是长存于心。”友谊基于信任，也将增
进信任。我们坚信，习近平主席这次对三国的历史性访问，必
将为中欧关系特别是中意、中摩、中法双边关系培育出更加艳
丽的花朵，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赋予友好交往更加丰富的内
涵，更好造福、更多惠及中欧人民，书写新时代中欧友好交往
新佳话。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载3月23日《人民日报》）

让传统友谊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